
地方广播电视发射台需要转播中央广播电视的节目袁来自
北京的中央广播电视信号源的传送主要靠电缆尧光纤尧微波基
站接力转播和卫星转播袁在这 4种转播方式里面袁最经济实惠
的要数卫星的转播袁 中央广播电视传送到地方主要使用中星
6B和中星 6A遥 因此袁我们地方广播电视发射台需要接收中星
6B和中星 6A的信号袁将卫星天线接收到的信号解调成广播节
目袁转换成广播电视无线信号发射出去遥 在和卫星接收天线打
交道的过程中袁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袁在此与同行分享最近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过程遥
我们的工作环境如附图所示袁卫星天线安装在一楼袁值班

室在十七楼袁 之所以将高频头到十七楼的值班室分成两段线袁
一段为长约 2米的白色同轴
线袁 一段为加固型黑色同轴
线袁 是因为白色同轴线线径
比较小袁 在卫星天线上易走
线袁测试卫星天线时也方便袁
加固型黑色同轴线耐老化和
防老鼠咬线遥
故障现象院电视台下午例

行检修时袁 我们发现上午刚换上高频头的中星 6B信号源没信
号遥 经反复检查测试袁疑点集中到楼下卫星天线的高频头上遥

维修过程院 首先我们断开白色 75赘同轴线和黑色 75赘同
轴线的连接处袁 卫星天线直接接上 CDVB20000G 工程型卫星
数字电视接收机袁设置好机子参数后袁发现没有信号袁于是着手
换高频头袁依旧没有信号袁测试同轴线电压袁有 14V电压到达高
频头端袁属于正常电压遥 使用寻星仪器查看袁能正常收到信号袁
断定带下来的未经检测的卫星接收机是坏的袁放到一边不再用遥 连接
好同轴线袁打电话到值班室袁值班室报告信号强度只有 4格袁和中午
的 6格相比掉了 2格遥

为了加强信号转输能力袁 我们在值班室接收机的射频输入端一
米前加入信号放大器袁发现信号依旧是 4格袁没有达到放大的效果袁
又试着在高频头 2米处加入信号放大器袁打电话问值班室袁值班室报
告中星 6B信号达到 8格遥 在固定信号放大器时袁发现黑色同轴线用
的是公制 F型接头袁 而白色同轴线和原来的直通用的都是英制 F型
接头袁由此可判断原来的故障是由于接口制式不一样袁接触不良而使
接收机出现无信号现象遥 而且放大器接头也是英制接头袁于是更换掉
黑色同轴线公制接头改为英制接头袁做好各项连接和防水处理袁再次
打电话确认信号依旧是 8格袁故障排除遥

殷海南 吴乾贤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 信息的沟通更加多样
化袁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遥 电台办
节目形式已不能再拘泥于在直播室里做节
目袁广播不能局限于可听袁而是要多与听众互
动袁实实在在的尧可互动交流的出现在听众眼
前遥 尤其是现在的外出商业直播活动越来越
多袁 整个现场活动相互沟通交流的方式也越
来越复杂袁 呈现给听众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元
化遥 笔者结合一次案例袁谈谈该如何做好各种
形式的现场直播活动袁 尽可能的采用多种形
式以满足听众的多方面需求遥

最近接到台里任务袁 要求在我市某县城
举行大型的野行风政风冶节目袁省台尧市台以及
当地县台需同时直播遥 节目分上尧下两部分袁
上部分为领导讲话并宣布活动开始袁 下半部
分是主持人和部分领导面对面现场交流袁中
间需穿插电话连线和现场记者采访遥

在该案例中袁 我们可以采用现场调音台
和广播直播车共同完成现场直播和传输任
务遥 现场调音台负责上半部分领导讲话拾音尧
现场活动版头播放以及现场扩声遥 直播车负
责下半部分节目袁第一袁在直播车上进行主持
人和领导的面对面交流曰第二袁使用电话耦合
器连线到所需采访对象袁 进行电话连线曰第
三袁 利用直播车上的无线话筒进行与现场记
者进行联系渊也可利用现场无线话筒袁但现场
调音台必须输送一路信号到直播车调音台 M
路袁同时直播车调音台上
的 M路要关闭输送给现
场调音台的那一路辅助
输出即野N-1冶袁只有这样
才能正常直播冤袁进行现
场记者采访遥 这中间需
要直播车输送一路信号
给现场直播调音台以便
完成下半部分节目的现

场扩音袁 最后直接从现场调音台取一路合成
后的信号给我直播车的传输设备 渊tilline冤袁利
用 IP传输方式进行与省台传输曰 同时采用电
话编码的方式与市台进行传输曰 采用无线传
输渊FM冤与县台进行传输遥现场示意图如附图遥

我们可以把外出现场活动直播的形式大
体分为以下三种院

1.直接采集现场舞台信号进行传输遥
在这种情形下袁 可以直接利用音频传输

设备进行信号采集和远程终端进行点对点传
输遥

2.利用广播电台直播车采集信号和传输遥
在这种情形下袁直播车起到关键的作用袁

这也是各电台采购直播车主要目的遥 直播车
一要采集现场所有信号袁包括话筒尧背景音乐
等所有声音信号曰二要进行现场的互动袁包括
现场采访尧电话参与等形式遥 三要进行信号的
传输遥

3.利用直播车和现场舞台相互合作袁进行
多路的传输任务遥

本文的案例就是第三种情形遥 在面对复
杂的环境尧 多种形式的互动尧 多路传输的要
求遥 我们技术人员要冷静分析袁灵活的应用调
音台的功能袁 熟练利用调音台的各种线路接
法袁 逐一解决各项问题遥 切记形成信号的环
路遥

补充一点袁从技术层面来说袁户外直播信
号的传输方式多样袁技术包
括有光纤传输袁有线电视网
同轴电缆传输袁电话线路编
码传输渊pots袁isdn冤袁无线传
输渊包括 FM\DMB冤袁微波袁
WIFI袁3G 等以及今年发展
起来的 IP传输技术遥 每种
传输方式都有其优缺点遥

殷安徽 王超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F V H P3=V XOR H P2=F XOR H P1=F XOR V P0=F XOR V XOR H 

 

表 3 XY字节各比特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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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D7180的视频解码模块在新媒体设备中的应用（下）
渊接上期本版冤
渊3冤视频解码中常见的视频信号
视频解码模块将模拟视频信号解码成满足 ITU-R

BT.656 标准要求的数字视频信号袁伴随输出 8 位
Y:Cb:Cr=4:2:2的数字信号遥 可将同步信号内嵌于数据
流中串行输出袁也可单独引用引脚与数据流并行输出遥

完整的一帧数
据见图 5尧 图 6袁可
将数据帧分奇偶两
场袁其中 23~311行
是 偶数场 数据 袁
336~624 行是奇数
场数据袁 其余行为
场控制信号或者无
效数据遥 奇偶场指
示信号为 F袁在行同
步 H 上升沿跳变袁
场同步 V为消隐信
号袁低电平有效遥

每一行的详细
数据结构如图 7 所
示遥由图可看出每行
开始的 288字节渊即
图 中 STRAT OF
DIGITAL LINE冤为行
控制信号袁开始的 4字节为 EAV(有效视频结束)信号袁
紧接着 280 个 BLANKING(固定填充数据)袁最后 4 个

字节是 SAV CODE (有
效视频起始)信号遥 SAV
CODE和 EAV CODE 均
有 3 字节的前导 院即
FF尧00尧00曰 最后一个字节 XY即表示该行在整个数据
帧所处的位置以及把 SAV CODE尧EAV CODE 进行更
进一步的区分遥

XY字节的具体含义如表 3所示袁 最高位固定为
1曰F为 0表示的是偶数场袁F为 1表示的是奇数场曰V
为 0表示该行为有效的视频数据袁V为 1 表示该行无
有效的视频数据曰H 为 0 表示为 SAV CODE袁H 为 1
表示为 EAV CODE曰P3至 P0为保护信号袁 由 F尧V尧H
三个信号不同的组合取或值计算生成遥

渊4冤模块调试结果
本模块的调试是由 DVD机输出 CVBS信号后袁接

入到模块中袁经过 ADV7180的解码后生成符合 ITU-R
BT.656的数字信号遥 该数字信号再接入 ADV7179验
证模块袁 如果验证模块输出的模拟信号能在显示设备
上正常显示袁也就可以证明该基于 ADV7180的视频解
码模块工作正常遥经过多次实验验证袁该视频解码模块
运行正常 袁 而且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直接修改
ADV7180的寄存器值遥 关闭芯片一些没有用到的功
能袁可以将模块的功耗值控制在 135mW左右遥 由上述
分析可得袁本方案所述的视频解码模块的功耗非常低袁
如果对程序以及 ADV7180的芯片配置进行进一步的
优化袁还能把该模块的功耗值降到更低的层次遥

三、视频解码模块应用实例介绍
以 AD7180 芯片为核心的视

频解码芯片已经在国产穿戴式计
算机中得到应用遥该款穿戴式计算
机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某企
业设计并完成开发袁 在 2012年的
第十五届科博会上首次亮相袁型号
为 Eyetop遥该款穿戴式计算机在概
念上借鉴了索尼公司的 HMZ-T1袁
但在功能尧 性能等方面都优于
HMZ-T1袁是全球名副其实的首款
穿戴式计算机遥

Eyetop穿戴式计算机是一款
外观时尚 野眼镜冶要要要显示器和电

脑主机合二为一袁重量仅 95克遥 它不但拥有 800伊600
的分辨率袁55英寸虚拟大画面袁 而且可以根据远视和
近视进行调整视线焦距袁 就算近视到 600度也能看见
清晰的画面遥 除此之外袁Eyetop穿戴式计算机还拥有
wifi和 3G上网模块袁可同时满足看电影尧看电视尧玩游
戏尧读电子书和网上聊天等众多娱乐功能袁同时还实现
了有源真 3D技术遥 其强大的功能和领先的设计理念袁
给整个高科技产业领域带来了不小的震撼遥

Eyetop穿戴式计算机是基于 ARM+DSP双处理器
结构的系统架构而设计遥 在 ARM端袁将 Linux操作系
统移植到 ARM平台袁通过程序引导操作系统启动袁并
实现对 DSP平台的操作尧访问遥 在 DSP端袁将 DSP芯
片与本文所介绍的解码芯片 AD7180相结合袁 实现解
码算法袁并根据 DSP平台的特点袁对代码数据结构尧内
存管理尧执行效率进行优化和改进遥 通过 Eyetop穿戴
式计算机长期的应用实践袁AD7180 在视频解码上的
多功能尧低功耗符合设计要求袁对目前各类电池续航能
力较差的技术瓶颈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袁 是未来便
携式计算机在视频解码芯片上的理想选择遥

五、结束语
本文所介绍的基于 AD7180芯片低功耗视频解码

模块袁因其所特有的多功能尧低功耗等特点袁在便携式
新媒体终端上的应用将更加广泛遥 无论是已经褪去光
环的 MP4尧MP5袁还是现在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袁甚至
未来将更多出现的穿戴式计算机袁 都可以用到该视频
解码模块遥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袁 将为我们带来更

多的便利以及享受遥
渊全文完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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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博音响电子报特惠出售

1.麦博梵高 FC360(10)版的外观现代时尚袁
但并不张扬遥整体采用黑色主色袁木质箱体
并包裹着类皮质外层袁精致奢华袁而高光亚
克力板的应用袁 为音箱增添了一丝科技感
感袁两种质感组合在一起袁将传统与现代结
合的很完美袁散发出尊贵华丽的气质袁同时
也与现代家具较为融合遥2.FC360(10)的卫星箱在外观上和低音炮风
格保持一致袁 依然是中规中矩的长方体造
型前面板底部为高光外壳装饰袁 侧面同样
为皮革质感遥 卫星箱的扬声器是采用的是v系列的微星箱单元袁型号为 V12+袁尺寸2.5英寸袁 相比之前的 V12单元在各方面
均有提升遥3.FC360(10)的低音炮依然是倒相式设计袁
而硕大的倒相孔被安置在了低音炮的右
侧遥倒相孔的出口处采用了曲面设计袁能够
有效的降低风噪遥 低音炮的底面采用了专
用的硬质橡胶脚垫袁使得低音炮更加稳固袁
并能够有效的避免共振袁 从而大大提升低
音的纯净度遥4.FC360(10)的功放箱体的很多位置都设计
有散热孔袁 用户不必担心产品长时间使用
会出现问题遥功放背部接口齐全袁靠上位置
为低音调节旋钮袁用户可以自 由掌控音箱
各频段的比例袁达到不同效果遥音频输入方
面袁FC360(10)设计有双 RCA莲花接口袁而
输出同样为 RCA规格接口袁黄色连接低音
炮袁红白分 别连接左右卫星箱遥 功放在追
求时尚外观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实用性遥5.FC360(10)低音炮的侧面可以看到贴皮的
的细致质感袁真皮贴皮的质感充满着诱惑遥
低音炮采用了橡胶折环袁折环教粗大袁因此
单元应该是长冲程产品袁而 磁钢与振膜的
比例偏小袁 因此单元应该是一款高灵敏度
的产品袁 以求较小的能量便能获得更大的
声压遥同时袁箱体内部采用了普通的缓冲材
料作为吸引材料贴在箱壁 上袁 倒相管较
长袁几乎从箱体一侧延伸至另一侧遥箱体内
部也遍布加强筋遥

FC360(10) 优惠价 560元

M700U
优惠价 399元

麦博 M-700U整体设计风格简洁硬朗袁通
体黑色袁棱角分明袁没有过多的花哨袁冷调
黑色中透出科技感袁这样的时尚外观无论
摆放在电脑桌面还是家居环境中都 会显
得和谐而突出遥 M-700U音箱的最大特色
在于内置 MP3/WMA解码器袁支持 SD卡尧U盘播放袁 支持 FM立体声收音功能袁音
箱还提供了数显屏幕袁 音 箱的工作状况
以可视的直观形式表现给用户袁面板上设
计了操控按钮袁不用遥控器也能实现基本
操作遥 主箱为纯木质材料袁利于低音单元
的发挥曰 而卫星箱则采用了 更加时尚的
半透明塑料材质袁造型生动灵活袁内置的V5高音扬声器在中高频段的表现优秀袁
经过精心调教的单元在这款 M-700U上
的表现让人放心遥

1.麦博 M900的外观采用黑色调袁显得沉
稳大气遥 整体设计风格简洁时尚袁冷调黑
色中透出时尚的科技感遥M900采用 6.5英
寸超大低音单元袁 让低音更加澎湃结实袁6.5英寸所发出来的低频效果足以让低音
狂们惊喜遥2.M900卫星音箱为长方体设计袁 尽显简
洁尧流畅袁别具特色遥麦博的英文商标出现
在卫星箱和低音炮下方袁弧线勾勒袁效果
展现精致遥 0.75英寸丝膜球顶高音 与 3
英寸中音喇叭的完美配合袁使产品提供了
完美的中高音遥 中高音饱满通透袁并且柔
和而不刺耳袁另外在细节表现方面也要比
普通的 2.1技高一筹遥3.M900的低音炮体现出整体的简约美袁箱
体为全木质结构袁 前面板采用镜面设计袁
时尚与稳重兼修遥面板上设计了别具一格
的音量旋钮袁旋钮手感非常顺滑遥 麦博 自
主研发的 eairbass低音技术满足你对音效
特殊要求袁是电脑尧电视尧机顶盒尧MP3尧CD尧DVD尧iPhone尧iPod尧手机等多媒体音源
设备 的理想伴侣遥4.M900的背板设计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袁不
带一丝的累赘和繁琐遥一组音源输入和一
组音源输出袁既保证了产品的外观的美观
又能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遥

M900(11) 优惠价 3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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